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污泥入炉焚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示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在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兴港热电厂区内将已关停的 2 台 130t/h（一用一备）的
次高温次高压循环流化床燃煤锅炉进行技改，燃料采用煤掺入一定量污泥形成的混合燃料，日
处理 120t/d 的污泥（其中含水率 80%的湿污泥 80t/d，含水率 20%的干污泥 40t/d，布料边角料
3t/d），产生的蒸汽送往禾欣可乐丽超纤皮（嘉兴）有限公司等新增的热用户。
项目名称：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污泥入炉焚烧项目
建设单位：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兴港热电现有厂区内
项目性质：技改
总投资：2000 万元
占地面积：利用已关停的 2 台 130t/h 的次高温次高压循环流化床燃煤锅炉的场地，并新增
187.1m2 的污泥储存库。
行业类别：C4430 热力生产和供应
劳动定员及生产班制：劳动定员不增加，由厂区现有的劳动人员调剂，实行四班三运转制，
年运 7200 小时（24 小时/天）。
二、项目周边主要环节敏感目标分布情况
本项目位于嘉兴港区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兴港热电现有厂区内，周围主要敏
感点分布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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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的概述
（1）废气
①根据预测结果可知，正常工况下，本项目废气污染源排放，二氧化硫、二氧化氮、Cr1
小时平均质量浓度最大贡献值占标率均小于 10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PM2.5、CO、
二噁英、Hg、Cd 日均质量浓度最大贡献值占标率均小于 10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
PM2.5 年均质量浓度贡献值最大占标率均小于 30%；本项目新增污染源和削减源叠加区域同类
污染源及现状本底后，各敏感点各污染物预测浓度均满足相应环境质量标准。本项目建成投产
后，废气污染物排放方案可行，对大气环境影响在可接受范围。
②根据预测结果可知，非正常工况下，二氧化硫、二氧化氮、PM10、PM2.5 区域最大落地
浓度可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标准限值要求，二噁英可满足日本环境
标准要求（折算为小时浓度），但占标率较正常工况有所提高。为使项目排放大气污染物对周
围环境影响降至最低，企业必须做好污染防治治理设施的日常维护与事故性排放的防护措施，
尽量避免事故排放的发生，一旦发生事故时，项目必须立即停止生产，待装置修复后再投入生
产，以防项目污染物排放对周边大气环境造成较大污染。
③经预测，本项目所有污染物（本项目为技改项目，包括全厂所有现有污染源）对厂界外主
要污染物的短期贡献浓度均未出现超标区域，因此项目无需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2）地表水
本工程的化水车间废水部分回用部分纳管、锅炉排污水回用、输送系统冲洗用水等废水经
沉淀池沉淀后回用。该项目外排废水主要为化水车间产生的部分废水和生活污水，经厂内收集
处理后纳入区域污水处理厂处理。
本项目实施后，通过“以新带老”，现有的脱硫废水经处理后回用，排放的废水量不增加，
且废水水质较为简单，在废水正常排放情况下，项目废水不会对集中污水处理厂的正常运行产
生不良影响。
（3）地下水
项目不设永久灰渣场，灰渣分别贮存在灰库和渣库内，要求灰库、渣库采取防渗、墙裙抗
渗等防护措施，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的要
求实施灰库、渣库的建设，以防范对地下水环境质量的可能影响。因此只要切实落实好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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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事故风险防范措施，同时做好厂内的地面硬化防渗，特别是对公司各生产单元、固废堆场
和生产装置区的地面防渗工作，对地下水环境影响较小。
综合来看，只要做好适当的预防措施，本项目的建设对地下水环境影响较小。
（4）声环境
根据预测可知，该项目产生的噪声经墙壁隔声和距离衰减后的噪声值均能满足《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要求。
此外，在生产过程中，工程最大的瞬时噪声污染源为锅炉冲管放空噪声。放空排汽时噪声
类比平均可高达 120dB 左右，甚至会对 2km 左右范围的民居等声敏感点产生影响。因此要求
企业对排汽管加设消声器，可以使放空排汽噪声处理削减 20dB(A)左右，并严禁在夜间排汽，
严禁多个锅炉同时排汽。若不考虑其它声源影响，一般 300m 以外的声级可达到 60dB 以下。
厂方应加强管理，对于工艺限制、不得不发生的冲管，应报当地环保管理部门的批准，在
地方环保管理部门备案后，还需通过各种途径告知周边民众与企业，做好协调沟通工作，取得
民众对热电厂锅炉排汽噪声短时影响的谅解。在此基础上，企业定时在昼间进行放空作业，尽
量控制并减少事故性突发冲管事件的发生。
（5）固废
本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为渣、脱硫石膏等外运综合利用。飞灰、脱硫废水污泥、废布袋待
鉴定。
因此只要严格执行本次环评中提出的各项固废处置措施，本项目固废均能得到安全有效处
置，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四、主要预防和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该项目的污染防治措施见表 2。

表2
分
类

本项目污染防治措施一览表

措施名称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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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锅炉采用循环流化床锅炉，脱硫采用石灰石-石膏法脱硫、除尘采用
电袋除尘器+脱硫后增设一级湿式电除尘，脱硝采用低氮燃烧并配套建设
SNCR 脱硝装置+O3 氧化，在电袋除尘前喷射活性炭，产生的烟气通过 1
锅炉烟气

根 150m 高、出口直径为 4m 的烟囱排放。烟尘排放浓度控制在 5mg/m3 以
内，SO2 排放浓度控制在 35mg/m3 以内，NOx 排放浓度控制在 50mg/m3 以
内，其他因子符合《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要求。
加强对锅炉排烟通道作防腐处理。
设置干湿污泥库，采取密闭措施，减少恶臭气体外泄。采用风机集气，维
持干湿污泥库的负压，收集的废气送锅炉焚烧处理

废

恶臭的治理

干污泥输送至锅炉时采用密闭的栈桥输送，栈桥内也维持负压，废气同样
收集至锅炉焚烧处理。湿污泥由柱塞泵经管道直接送至锅炉炉顶，喷入炉

气

膛焚烧。
①石灰石粉库密封，库顶设置布袋除尘设备；采用全封闭式煤库棚储存燃
料，不设露天煤场。
②灰渣存放采用灰库和渣库，库顶设布袋除尘器。灰渣外运时采用密封罐
车外运进行综合利用；
粉尘治理

③燃料输送至锅炉采用全密闭的输煤栈桥，并在转运站等粉尘产生量较大
处设置布袋除尘器等除尘装置。
④采用密闭罐车或半密闭卡车运输灰渣、石膏，装卸点洒水抑尘。及时清
扫道路，并适当洒水防尘。
⑤空预器后设置 Nox 分析仪和氨逃逸检测仪，以合理调整 NH3/Nox 摩尔比。

循环冷却系统排污
水

废
水

回用于湿法脱硫系统、灰增湿、渣冷却、煤增湿等

锅炉排污水

回用于循环系统

化水系统反冲洗水

经混凝沉淀过滤后回用于湿法脱硫系统、灰增湿、渣冷却、煤增湿等

反渗透浓水

部分回用于湿法脱硫系统、灰增湿、渣冷却、煤增湿等，部分纳入公司污
水处理站

酸碱废水

纳入烧碱厂区污水处理站，经处理达标后纳管

脱硫废水

经中和、絮凝沉淀预处理后回用于灰增湿、渣冷却

湿式电除尘废水

经沉淀处理后循环利用，少量回用于湿式脱硫系统

输煤系统冲洗废水

沉淀处理后回用于输煤系统喷淋、冲洗
采取粘土铺底，再在上层铺设 10-15cm 的水泥进行硬化，并铺环氧树脂防

地

重点污染区

砌再用水泥硬化防渗，并涂环氧树脂防渗。通过上述措施可使重点污染区
各单元防渗层渗透系数≤10-10cm/s。

下
水

渗；罐区四周设围堰，围堰底部用 15~20cm 的耐碱水泥浇底，四周壁用砖

一般污染区防渗措
施

生产区路面、垃圾集中箱放置地、维修车间仓库地面采取粘土铺底，再在
上层铺 10~15cm 的水泥进行硬化。通过上述措施可使一般污染区各单元防
渗层渗透系数≤10-7 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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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汽轮机配置专门的隔声罩，采取减振措施，汽机间采用混凝土结构，
确保降噪效果。
（2）一次、二次风机采用低噪声设备，配置消声器，风机本体设隔声间，
同时采取必要的减振措施。
（3）引风机采用低噪声设备，进风口安装消声器，同时采取必要的减振措
施。
（4）烟道与除尘器、锅炉接口处等，采用软性接头和保温及加强筋，改善
钢板振动频率等降低噪声，所有的管道须采取阻燃材料包孔，降低振动噪
声。
（5）空压机布置在空压机房内，采用混凝土结构，空压机采取必要的减振
措施。
噪声

（6）破碎机布置在破碎机楼内，采用混凝土结构，破碎机机采取必要的减
振措施，设置隔声门窗。
（7）为减轻煤及灰渣运输车辆对区域声环境的影响，建议厂方对运输车辆
加强管理和维护，保持车辆有良好车况，机动车驾驶人员经过噪声敏感区
地段应限制车速，禁止鸣笛，尽量避免夜间运输。
（8）电厂噪声非正常排放主要为锅炉冲管噪声、锅炉放空噪声和启停机噪
声。冲管噪声和锅炉放空噪声是以高频噪声为主，采取降噪措施为设置消
声器，通过合理选型，提高消声器的消声量。本报告要求企业加强管理，
对于工艺限制、不得不发生的冲管，应报当地环保部门批准、备案，并要
求在媒体上发布告示，与周边企业和群众做好协调沟通工作，取得民众的
谅解。锅炉放空阀设置消声器，并对其进行合理设计，尽量提高消声器的
消声量。

渣、石膏
固

废树脂、废矿物油

废

脱硫废水处理污泥
废滤袋、飞灰
风险

外运进行综合利用。
委托有相应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
待鉴定
依托现有的事故应急池，雨水切换阀等事故应急措施

五、环境影响评价基本结论
该项目选址拟位于嘉兴港区，该地区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环境条件较为优越，符合“三线一单”控制要
求，符合环境功能区划的要求，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的要求；排放的污染物符
合国家、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本项目新增的总量在厂内平衡，污染物的总量能得到落实，符合总量
控制要求；项目实施后造成的环境影响符合项目所在地环境功能区划确定的环境质量要求；本项目工艺装
备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符合清洁生产原则要求；本项目符合嘉兴港区总体规划环评及其跟踪评价的要求，
其风险防范措施符合相应的要求，该项目产品、生产工艺和设备符合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要求。
因此，从环保角度而言，该项目在拟建地实施是可行的。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1、范围
主要针对项目建设地周边的居民、企事业单位等。
2、主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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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区域现状环境质量的意见或看法
（2）对企业环保行为的看法
（3）对建设项目的意见、看法或要求
（4）对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环保工作的要求或看法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具体形式
公众(个人或团体)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以信函、电话或其他方式与建设单
位、环评单位、环保部门联系，建议团体单位加盖公章，个人应具名并说明联系方式。公众若
需补充了解相关信息，请在公示期间向环评单位联系索要。环评单位将在《环境影响报告书》
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向工程的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有
关部门反映。
八、联系方式
（1）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嘉兴港区乍浦经济开发区滨海大道 2288 号
联系人：陈工
联系电话：13806738915
（2）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浙江碧扬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万塘路 317 号
联系人：池工
联系电话：0571-28257973
（3）环保部门名称及联系方式
嘉兴环保局港区分局
地址：嘉兴市嘉兴港区乍浦镇中山东路 116 号

邮编：314201

联系电话：0573-85588120
九、环评全文公开的时间和方式
在报送审批前，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将在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的网站
http://www.jhec.com.cn/进行公开供查阅。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
[注]：请公众在发表意见的同时尽量提供详尽的联系方式。
公告发布单位：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发布公示时间：201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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